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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罗斯外交部!#日拒绝与美国
续签!减少威胁合作计划"协议#认定
美方就续约提出的建议 !不符合"俄
方要求$这一合作项目的目的之一是
削减核武器等武器储备#持续将近$#

年$ 一些分析师认定#拒绝续约是俄
美关系趋冷的又一信号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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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少威胁合作计划!%%$年起生
效#旨在确保苏联时期遗留的核弹头
和化学武器等军事储备安全#同时削
减武器储备$美联社报道#过去$#年#

美方依据协议向俄罗斯和原苏联加
盟共和国提供资金% 设备和技术援
助#金额数以!#亿美元计$

双方!%%%年和$##&年两次续约#

现行协议$#!'年失效$俄罗斯外交部
说#拒绝续约是因为俄方不满意美方
提出的条件$外交部发言人卢卡舍维
奇说#!我们的美方伙伴明白#就今后
在这一领域合作的形式和基础#他们
的建议不符合我方想法$ "

他说#这一领域的合作需要!更
加现代的法律框架"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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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卡舍维奇没有进一步阐述#俄
方就续签协议向华盛顿提出什么要
求$ 俄方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&里亚
布科夫告诉国际文传电讯社记者#俄
方有意自筹资金% 设立自己的项目#

同时打算继续与第三方国家合作$

一些俄军方高层认为#美方可借

助减少威胁合作计划获取俄罗斯军
事技术和武器储备地点等敏感信息$

美国参议员卢格今年(月访问莫
斯科#推动俄美延长合作计划$他说#

俄方当时告诉他# 无意终止这一项
目#只是需要修改条款$ 按照卢格的
说法#他访俄时提及美俄就削减叙利
亚化学武器储备合作#没有获得俄方
太多回应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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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备领域合作可以视为俄美关
系!晴雨表"$

美国总统奥巴马$##%年初就任#

以!重启"为口号#寻求改善与俄罗斯
关系$两国$#!#年签署涉及削减和限

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新条约$新版条
约$#!!年$月生效#有效期!#年$

普京今年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
前后#双方关系趋冷$ 两国就欧洲导
弹防御系统和叙利亚危机分歧严重$

同时#克里姆林宫指责华盛顿介入俄
方内政#支持俄境内反政府示威$

俄方上月要求美国国际开发署
停止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#指认这一
机构试图影响选举等俄罗斯政治进
程$

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本月
初接受媒体采访时说#俄美关系!重
启"过程不能!永久持续"#双方必须
实现!软件升级"#否则将遭遇!系统
瘫痪"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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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斯外交部官员!$日表示#俄希望土
耳其尽快向其提供叙利亚客机被扣
货物的资料$

俄塔社援引这位未透露姓名官
员的话说#俄罗斯至今未从土耳其方
面收到有关叙利亚客机被扣货物的
资料%扣留理由和现场情况$ 俄罗斯
驻土使馆已多次要求并将继续要求
土方提供这些信息#俄方希望尽快得
到土方反馈$

此前#俄罗斯莫斯科伏努科沃机

场发言人表示#从该机场运输的物资
在登机前需要经过海关检验和机场
安全专家检查#叙利亚客机上没有任
何违反航空运输规则的货物$ 不过#

该发言人未透露谁是这批货物的发
货人$

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!!日在安卡
拉与到访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
耶夫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#

土耳其拦截的叙利亚客机上载有运往
叙利亚国防部的俄制弹药$ 叙利亚外
交部发言人马克迪西当晚发表声明

说#这一说法是!完全错误的"$

土耳其!#日出动两架战机拦截
了一架从莫斯科飞往大马士革的叙
利亚客机#使其迫降在安卡拉$ 机上
有')名乘客和$名机组人员$ 土方称
已没收客机上的!可疑货物"#但没有
进一步说明查获何种物品$ 客机随后
被放行# 并于!!日凌晨抵达叙利亚$

俄政府对于土方的这一举动十分不
满# 俄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
说#普京将推迟原定于本月!)日访问
土耳其的行程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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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一位'"岁的公司社长在客
机上偷拍空姐裙中内裤#遭到东京警
视厅的逮捕$ 但是#东京地方检察院
!$日却释放了这位男子#原因是因为
飞机在空中飞行#无法确定犯罪发生
的地点$

事情发生在%月!#日上午# 家住
高松市的一位公司社长在飞机上#将
笔型微型照相机伸进一位空姐的裙
子内偷拍她的内裤#结果被周边的乘
客发现$ 飞机在飞抵东京羽田机场
后#这位男子因触犯'迷惑防止条例(

而遭到机场警察的逮捕$这位男子也

承认了自己的偷拍行为#此后警察在
对他家进行搜查时#也在他的电脑中
发现了许多偷拍的女性照片和录像$

虽然有目击者证词证明偷拍时#

飞机应该位于日本兵库县上空$ 但
是#东京地方检察院认为#虽然日本
许多地方政府都制定有'迷惑防止条
例(#但是飞机高速飞行时#偷拍事件
发生的具体地点无法确认#因此决定
予以假释$

据东京地方检察院称# 迄今为
止#日本还没有一起在飞行中发生偷
拍行为而遭逮捕的案例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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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!$日宣
布#将$#!$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欧洲
联盟$

亚格兰说#欧盟目前正经历严重
的经济困难和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#

挪威诺委会希望更多关注欧盟所做
出的努力$ 欧盟所扮演的稳定角色#

帮助欧洲完成了从战争大陆到和平
大陆的转变$

由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的欧洲
联盟)简称欧盟*是一个集政治实体
和经济实体于一身%在世界上具有重
要影响的区域一体化组织$ !%%!年!$

月#欧洲共同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
议通过 '马斯特里赫特条约(# 又名
'欧洲联盟条约($ !%%'年!!月#'马斯
特里赫特条约(正式生效#欧盟正式
诞生$ 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
尔$

路透社和益普索!!日公布的最新
民调显示#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
姆尼的支持率已经上升到"*+# 对奥
巴马的领先优势扩大到'个百分点$

该追踪民调!#日的数据显示#罗
姆尼的支持率领先奥巴马!个比百分
点$ 目前#罗姆尼与奥巴马的支持率
分别为"*+和""+$

分析称#罗姆尼选情逆转主要得
益于他在首场总统辩论中的出色表
现$益普索民调专家卡拉克称#!势头
现在罗姆尼一边$ "

另据报道#根据'迈阿密先驱报(

等媒体的最新联合民调#在大选关键
摇摆州佛罗里达#罗姆尼的支持率已
领先奥巴马*个百分点$ 先前)+的观

望选民和$+的奥巴马支持者转向罗
姆尼# 另有$+的奥巴马支持者变为
观望$

由于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辩论!!

日举行#民主党期待拜登能凭借出色
的发挥为奥巴马扳回一局#而共和的
则希望瑞安能继续维持罗姆尼的上
升势头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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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根廷政府!!日决定派遣由外
交部和国防部副部长组成的代表团
前往非洲加纳#就该国!自由号"护卫
舰被扣一事进行交涉$

本月$日#阿根廷!自由号"护卫
舰停靠加纳阿克拉市附近特马港#加
纳当局应,-.资本公司诉求对军舰
实施扣留#要求阿根廷政府偿还违约
的主权债务$阿根廷政府以军舰享受
豁免权为由要求加纳当局予以放行#

当地一名法官!!日判决驳回了阿方
请求$

判决说#阿根廷政府提出的军舰
享有豁免权的理由!并不成立"#除非
阿方支付高达$###万美元的保释金#

否则护卫舰将被!无限期"扣留$该军

舰共有&%名船员#截至目前已支付高
达"#万美元的港口服务费$

阿根廷外交部!!日决定紧急派
遣工作组前往加纳交涉$外交部当天
发布公报说#护卫舰作为阿根廷的战
舰#!享有国际法所赋予的豁免权"#

加纳当局的做法 !严重违反了国际
法"#阿根廷政府将!动用一切双边和
国际的资源维护自己的主权"$

,-.资本公司是一家 !秃鹫基
金"公司$ 与专门投资成长股的风险
基金相反#!秃鹫基金"公司通常以极
低价格购入违约或违约风险高的债
权#然后进行司法诉讼#以债券发行
价全额索款#从而获取高收益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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